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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策划项目 精准选商招商 全力保障落地

“万宁引力”引来万般青睐

“听说田排村的大

唐万宁天然气发电项目

已经签约，月底就要开

工了。”近日，一则新闻

令家住万宁市北大镇的

黄斌开心不已，他说，

“项目建成后能够满足

整个万宁的用电需求。”

即将动工的大唐万

宁天然气发电项目，是

万宁今年引进的诸多重

大投资项目中的一个。

“2018年，万宁市成功

引进6个项目，协议投

资总额 101 亿元。目

前，6个签约项目全部

在万宁注册了项目公

司 ，注 册 落 地 率 达

100%。”万宁市招商局

局长苏祥华介绍，这些

项目涉及文化旅游、医

疗健康、新能源、物流、

科研等众多领域。

今年以来，万宁紧

紧围绕全市经济发展大

局，精心策划招商项目，

精心组织招商活动，将

招商重点瞄准世界500

强、全球行业龙头企业。

据悉，万宁市2018

年开展招商活动30多

次，接待和服务国内外

来访客商120余批次，

对接洽谈意向投资项目

30多个，成功与泰国正

大集团、中国大唐集团

2家世界500强企业签

订项目投资协议，引进

了万宁兴隆咖啡公园、

大唐万宁天然气发电等

项目。

■ 本报记者 袁宇 特约记者 卓琳植

2018年上半年，万宁市实现地区
生产总值107.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3.9%。然而万宁经济仍属于投资拉动
型，经济增长对投资依赖程度较高。引
进高质量的重大项目，将成为万宁保持
经济平稳增长的重要动力。

“为了能让招商更精准，我们主
动研究相关政策，围绕我省重点发展
的十二大产业，有针对性地编制了招
商手册。”万宁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王三防说，万宁市根据市“多规合
一”成果及优势资源，重点围绕旅游
服务、高新科技、医疗健康、低碳制造
等产业，重新梳理资源，切实做好招
商引资的基础工作，成功吸引了众多
国内外知名企业的目光。

据介绍，万宁市精心策划包装了

13个包括医疗健康、滨海旅游酒店、
新型工业、兴隆片区文旅产业、美丽
乡村建设等在内的优质招商项目，以
优质重点项目带动经济快速增长，扩
大经济总量，优化产业结构，提高产
业效益。

“万宁地处海口、三亚中间地带，辐
射南北、交通便利、游客众多，同时地价
合理，非常适合投资。”万宁首创奥特莱
斯相关负责人表示，首创奥特莱斯自
2014年6月份试营业至今年9月30日，
总销售额累计近45亿元，接待游客累计
超过600万人次，“销售额自2015年起
连续三年跻身全国奥特莱斯行业排行榜
前20，我们相信在海南建设自贸区、自
贸港的利好政策推动下，未来还将不断
突破提高。”

摸清了“家底”，招商工作更有底
气。万宁市市长周高明表示，今年万宁
的招商工作要求更高，且更有选择性地
挑选投资商，“我们希望引进更多有实
力、做实事的企业，促进项目落地实施，
加快万宁各方面建设。”

今年以来，万宁市委书记张美文、
市长周高明等万宁市委、市政府主要领
导先后率队，与中国大唐集团、正大集
团等企业进行交流，推介万宁的优质资
源，明显增强企业在万宁投资的信心。

2018 年，万宁市与正大集团、中
国大唐集团等国内外知名企业签订投
资协议，成功引进一批生态型、环保
型、低消耗项目，将建设万宁兴隆咖啡
公园、大唐万宁天然气发电项目、海南
时珍堂国际医养康复中心、中关村翠

湖科技园万宁云中心、万宁市综合市
场等项目。这些项目建成后，将切切
实实改变万宁居民的生活，拉动万宁
经济发展。

“这些项目中既有能源项目，也有
医疗康养项目，还涉及物流、智慧城市
建设等领域，将全面促进万宁产业结
构调整。”苏祥华说，除已签约的6个项
目外，万宁市年底还有望再签下2个产
业项目，分别是兴隆西班牙风情旅游
文化项目和万宁市建筑产业现代化基
地项目，“此外，华润集团拟投资建设
的礼纪镇田园综合体、宋城集团拟投
资建设的万宁·宋城国际旅游度假区、
山西晋煤集团拟投资建设的万城城南
棚改区改造等项目也正进行前期调研
论证工作。”

招商引资的关键在于让项目落地
生根。“对每个招商签约项目，我们都主
动承担起协调企业和各部门的责任。”
王三防说，万宁市委、市政府通过完善
协调服务机制，使企业在项目规划、用
地、用林、用海、环评等关键审批节点和
各相关部门形成无缝对接，切实为推进
项目落地提供优质高效服务。

同时，万宁市还为招商签约项目建
立从签约到落地开工建设全程跟踪服
务制度，由市领导分包，做到每个项目
有人盯，有人服务，力争在最快时间里
落实项目落地建设条件，争取项目早动
工、早建设、早见效。

“比如今年签约的大唐万宁天然气
发电项目，从项目洽谈、选址、签约到落
地，都是‘保姆式’服务。”周高明介绍，
大唐万宁天然气发电项目预计12月底

开工，从签约到开工仅用4个月的时
间，这也成为大唐集团建设能源项目过
程中前期筹备时间最短的项目。

对正在洽谈的项目，万宁也通过成
立项目对接工作组，全力做好项目前期
对接洽谈工作，提供优质服务，千方百
计为项目落户创造条件，确保正在洽谈
的项目能够引进来、留得住。

值得一提的是，万宁市还将“在建
设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
由贸易港实践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专题活动与招商引资相结合，把提高招
商干部队伍的业务本领融入专题活动
之中，选派骨干力量前往福建自由贸易
试验区厦门片区和海南省商务厅跟班
学习，选派业务骨干参加海南省商务厅
在清华大学举办的自贸区招商引资专
题培训班学习，提高招商干部服务海南

自由贸易试验区和中国特色自由贸易
港建设的专业能力。

据悉，万宁市当前正加快完善基础
配套设施，进一步满足市民生活需求，
提升投资环境。今年11月，万宁6个基
础设施项目集中开工，涉及领域包括文
体休闲、交通路网、河流治理等领域，总
投资超过5亿元。

同时，万宁正在积极引进旅游、科
技、外语等专业人才，增强招商队伍，向
市场购买高质量招商策划运作服务，提
升项目服务水平。

张美文表示，万宁市将在优先保障
基础设施建设、社会民生工程和生态文
明建设的前提下，尽可能把更多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到发展产业项目
上。将牢固树立“绿色发展”政绩观，以

“多规合一”为引领，在严守生态红线的

基础上，依托万宁良好的生态资源禀
赋，因地制宜发展热带特色高效农业、
生态旅游业、新型工业和海洋经济等绿
色产业。

据介绍，万宁将下大力气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围绕海南建设自由贸易试验
区的定位，准确把握国家和省的投资导
向以及投资重点领域，结合万宁的资源
优势，力促热带特色高效农业、新型工
业、以旅游业为龙头的现代服务业和海
洋产业“四轮驱动”产业发展，不断完善
招商政策制度体系，以最好的资源和最
好的服务吸引国内外投资者参与万宁
建设，确保引进有实力的大项目落地、
大企业落户投资建设，以点带面，实现
投资建设圆形辐射，为万宁经济发展增
加强劲动力。

（本报万城12月13日电）

精心策划招商项目

以最好的资源精准招商

优化服务保障项目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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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宁一直坚持用最好的资源吸引
最好的投资。据介绍，为了做好今年的
招商工作，万宁市成立了以市委书记为
组长，以市长为常务副组长的招商工作
领导小组，高位推动，强化领导，全力以
赴抓好大招商。

周高明介绍，万宁市通过创新招商
方式，启动“点对点”精准招商，主动出
击，抢抓海南新一轮改革开放机遇，重
点针对世界500强及国内外行业龙头
企业开展招商攻关。

据了解，仅百日大招商活动期间，万
宁市就开展了30多次招商活动，接待了

到万宁考察招商项目的企业50多家。
其中有针对性地开展“请进来”活动16
次，先后邀请了正大集团、中国大唐集
团、山西晋煤集团、华润集团、海航集团
等5家世界500强企业，以及国内500
强和行业龙头企业来万宁实地考察。

为进一步推介万宁的优质资源，加
强招商引资工作，万宁市还通过大力支
持主办2018年海南省百强企业发布
会，邀请全省众多知名企业到万宁参
会，全方位推介万宁，倾力打造尊商、重
商、亲商的营商环境。

万宁还进一步加大定点招商力

度，对有意向在万宁投资的重点企业
开展上门招商，增强其在万宁投资兴
业的信心。仅在今年百日大招商活动
期间，万宁就开展了4次上门招商活
动，考察对接8家重点企业，通过加强
政企间的交流，确保招“放心商”，既增
强品牌实力企业在万宁投资的信心，
也促进万宁放心将优质资源给有实力
的企业开发。

而对于前来万宁考察的企业，万宁
高度重视，均由市委书记、市长接待，并
率万宁市规划、国土、招商等部门主要
负责人全程陪同考察，召开项目对接座

谈会，探讨企业家们关心的教育、金融、
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内容，开展项
目对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万宁正处于难得一遇的重要战
略机遇期，也是我们投资兴业的好机
遇。”近日，这些年在广东打拼的万宁
籍客商翁文喜回到家乡寻找投资机
会，他说，万宁籍客商在广东从事的行
业涉及互联网、物联网、电子信息技
术、物流、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有技
术、资本等各方面资源，“大家希望能
参与万宁的大开发，为家乡尽一份
力。”

万宁市百日大招商活动

今年5月，万宁市印发《万宁市
2018百日大招商活动方案》，提出要根
据万宁市产业定位和规划布局，研究
分析世界500强、中国500强和行业龙
头企业的投资方向，有针对性地组织
开展企业海南行。在今年的百日大招
商活动中，万宁市成功引进2家世界
500强企业，引进了一批生态型、环保
型、低消耗项目，招商工作取得了良好
的成效。

大唐万宁天然气发电项目

项目总投资约30亿元人民币，
拟规划建设2台9G级燃气蒸汽联合
循环纯凝发电机组（2×460MW级），
用地面积为150亩。项目预计2021
年3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2021
年9月二号机投产发电。项目建成后
将促进海南电源分布合理化，提高电
厂近区供电可靠性，推动万宁市清洁
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万宁首创奥特莱斯

项目建筑面积 100879㎡，拥有
1400个停车位，分室内精品购物文化
街区和室外休闲购物文化街区。项
目自2014年6月份试营业开始，为当
地提供了2000余个就业岗位，创造了
良好的经济及社会效益。截至2018
年9月30日，万宁首创奥特莱斯总销
售额累计近45亿元，向国家纳税近
5000万元。2018年，万宁首创奥特莱
斯成为万宁市首家离境退税商店。

文化体育广场

项目总投资约 2.44 亿元，体育
场建筑占地面积约 18352.35㎡，室
外运动场场地面积约 30870.85㎡。
项目预计于2019年12月31日竣工，
将极大丰富万宁人民群众的文化体
育生活，完善万城城市服务功能。

智慧城市—万宁大数据中心

项目计划总投资 1.32 亿元，预
计于2022年9月建成。项目建设内
容包括 6 个智慧应用系统、大数据
资源中心及大数据决策分析平台等
8项内容以及大数据中心机房、大数
据指挥中心及基础网络等基础设施
建设。项目建成后将深化社会综合
治理平台在城市管理方面的应用，
推进智慧旅游、智慧教育、智慧医疗
等，全面提升城市信息化服务能力，
提高政府工作效率和服务水平。

万宁首创奥特莱斯项目落户万宁以来，有力提高了万宁市旅游产品的竞争力，带动旅游产业结构调整。图为万宁首创奥特莱斯。 （万宁市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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